
第三章 傳統畫論論石「造形」之表現 

 

第一節 「象」之概述 

有關「象」的觀念，《周易繫辭上》云：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，

而擬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謂之象。」魏晉時代王弼則進一步提

出「立象以盡意、得意而忘象」以及「重畫以盡情，而畫可以忘也」。

1 經過歷代理論家的闡釋發揚，逐漸形成別具中國特色的繪畫創作

「造形」理論。首開啟我國水墨畫的「造形」之探討，為謝赫針對人

物畫所提出「應物象形」的造形說；以及宗炳針對山水畫所提出「以

形寫形，以色貌色」的造形說。2 謝赫所謂之「應物象形」，乃指對

照人物，描繪出形象。宗炳所謂的「形貌」，不是照本宣科地描繪客

觀景物，而是主觀地呈現它，所以前面的「形」、「色」是被他主觀融

合了的東西，後面的「形」、「色」才是自然所本有。 

在唐以前，《淮南子論畫》提出「謹毛而失貌」、「君形者亡焉」3

的論點；王延壽《魯靈光殿賦》提出「寫載其狀」、「曲得其情」4 的

看法，顧愷之《論畫》有「以形寫神」的要求；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劉思量，《中國美術思想新論》，台北：藝術圖書，2001，頁43。 
2 劉思量，《中國美術思想新論》，台北：藝術圖書，2001，頁46。 
3 劉安〈淮南子論畫〉收入俞崑，《中國畫論類編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75，頁 6。 
4 王延壽〈文考賦畫〉收入俞崑，《中國畫論類編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75，頁10。 

 18



有「夫畫物，特忌形貌采章歷歷俱足，甚謹甚細，而外露巧密。」5 的

說法；最著名的要算是北宋．蘇軾的「論畫以形似，見與兒童鄰」論

點。在此之前，雖無出現「造形」一詞，但都指出描繪對象之「象」

最忌纖細；過度注重形貌的細膩表現，無法完整地將自身情感恣意揮

灑。 

直到北宋的《宣和畫譜》，始有「造形」一詞出現。《宣和畫譜．

卷一》云： 

「『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』藝也者，雖志於

道之士所不能忘，然持游之而已。畫也藝也，進乎妙，則不知藝

之為道，道之為藝，此梓慶之削鐻，輪扁之斲輪，昔人有所取焉。

於是畫道釋像與夫儒冠之風儀，使人瞻之仰之，其有造形之悟

者，豈曰小補之哉？」6 

這裡所說之「造形」，乃指從畫像中的人物，領會出人物的風度儀表，

在心中再造所畫人物活生生的形象，並非只是藝術之再現。 

中國畫受道家思想之浸，但求表其意，不求形似，正因其不求形

似，所以才能隨心所欲，若是拘泥於形似，自然是謹慎下筆，細細描

繪，或許會失去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創「意」顯「境」的精神表現。而

西洋畫受科學精神之趨使，凡物的形體描寫，力求精確，強調光影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《歷代名畫記‧卷二》收入于玉安，《中國歷代畫史匯編》，天津古藉出版社，1997，頁 18。 
6《宣和畫譜．卷一》收入收入于玉安，《中國歷代畫史匯編》，天津古藉出版社，1997，頁 19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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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化，中西方之藝術表現實有極大差異。故描繪對象的「造形」；在

不同的創作角度下，是有很多發展空間的。 

 

 

第二節 「石」之意涵 

在現實生活中，接觸各式各樣不同特性、造形的石頭，尤其專注

於其肌理時，往往讓人產生無限的遐想，所衍伸出的遐想，自然與觀

者本身的生活相關聯。故中國畫家賦予「石」人格化、情感化，稱奇

石有五德：透、漏、縐、瘦、醜。「透」乃空靈剔透，以大小不等的

穿洞為特色。「漏」乃在起伏的曲線中，凹凸明顯，似有洞穴，富有

深意，龍洞之岩石，部分則具有此特色，可說與前者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「縐」為石肌表面波浪起伏，有褶有曲，帶有歷經蒼桑的風霜感，龍

洞之岩石在海水長期侵蝕下，呈現一股流暢感，自然形成之紅色肌

理，在滄桑中略見華麗繽紛，或可歸類為此一特性。「瘦」是指實體

之骨架應堅實，不宜臃腫。「醜」則是較為抽象的概念，全在於選石、

賞石時自己領悟，或可說是藝術家個性的自我投射。 

米芾以為瘦、縐、透、漏，可謂盡石之妙；董其昌認為畫石達透、

漏二德，已足以表現石之特性；蘇東坡則又加上「石文而醜」的「醜」

字，於是中國畫石以「怪」為貴，以「奇」為美之千態萬狀，由此五

字包含。五德中最妙者，即在最後的「醜」字，奇而能醜，此「醜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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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應該算是另一種「美」，故鄭板橋每愛表現石之「醜」，他說：「醜

石也，醜而雄，醜而秀。」7  表現「醜」成為他胸中之寫照。米芾

不知醜中有絕妙處，董其昌只道透、漏二德，亦是自我個性之表徵所

致，不可謂之差矣。 

 

 

第三節 石法 

石乃支撐天地之骨，畫中有樹石，就如身體有四肢筋絡一樣，以

故在中國山水畫論裡，「山」與「石」是相提並論的，在學習上亦以

畫石為畫山之基礎。清‧沈宗騫說：「凡學畫宜先作石，蓋用筆之法，

莫難於石，亦備於石。」8 所以初學畫者，若不工於畫石，則無法體

會各種用筆之法。畫石之法，不外勾輪廓、分面、加皴法及點苔後渲

染，石法詳於皴染，此節著重在岩石之輪廓立體表現為探討方向，至

於皴染則於後節論述。 

以各種線條來畫山石的輪廓，稱之為「勾勒」。勾勒乃畫山石之

「骨」，骨架既定，為獲立體感，則使「石分三面」，以至四五面均可。

古人所謂「山分八面，石有三方。」9 為最早論述表現石頭立體感的

基本方法。所謂「山分八面」，是指山的八面，石不如岩，岩不如巖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周積寅，明清中國畫大師研究–鄭板橋》，吉林美術出版社，1996，頁 123。 
8《芥舟學畫編》收入傅抱石，《中國繪畫理論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，頁 227。 
9 王維〈山水訣〉收入傅抱石，《中國繪畫理論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，頁 20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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巖不如山可顯出複雜的面，所以描繪山石最少須看七、八面，以致更

多面。所謂「石分三面」，是指繪石要有三面，即正面、側面、上面，

也就是凹、凸、陰陽。歷代畫家對石的立體表現都有諸多討論，可說

是對山石「常理」的具體歸納，非西方科學精神的分析，茲簡述關於

「石分三面」之基本論述如下： 

(一)五代‧荊浩〈山水賦〉：「石分三面，路看兩歧。」10 

(二)元‧饒自然〈繪宗〸二忌〉： 

「七曰石只一面。各家畫石皴法不一，當隨所學一家

為法。須要有頂有腳，分稄面為佳。」11  

提出石忌只一面，還須有頂、有腳，並分稜面。 

(三)元‧黃公望〈寫山水訣〉： 

「石無十步真，石看三面，用方圓之法，須方多圓

少。⋯⋯畫石之法，最要形象，不要石有三面，或在上，

在左側，皆可為面。」12  

這裡先說「石看三面」，又說畫石「不要石有三面」，前

後之予盾應可解釋為前者是從客觀著想，後者乃從主觀切

入，這正是張操所說的「外師造化，中得心源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〈山水賦〉收入俞崑，《中國畫論類編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75，頁 614。 
11〈繪宗十二忌〉收入俞崑，《中國畫論類編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75，頁 692。 
12〈寫山水訣〉收入傅抱石，《中國繪畫理論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，頁 212_21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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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明‧董其昌〈畫旨〉：「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。」13 亦說

明山要有凹凸之形的重要。 

(五)明‧唐志契《繪事微言》：「任筆之過，易失竅，易寂寞，易

樹石扁薄無三面，其弊也流而為嬰兒之描繡。」14 強調若用

筆不當，則樹石扁平而無立體感，薄則無法抓住石所顯現之

精神。 

(六)明末清初‧龔賢〈畫訣〉： 

「畫石筆法，亦與畫樹同。中有轉折處，勿露稜角。

畫石塊上白下黑。白者陽也。黑者陰也。石面多平，上承

日月照臨，故白。石旁多紋，或草苔所積，或不見日、月

為伏陰，故黑。」、「石最忌蠻，亦不宜巧，巧近小方，蠻

無所取；石不宜方，方近板，更不宜圓，圓為何物？妙在

不圓不方之間。」15 

頑固凝滯，毫無姿態，曰蠻；故作頓挫、妄生圭角，曰

巧；四角等度，向背不分，曰板，提出畫石最忌處，及最佳

表現方式乃不方不圓，並強調石之陰陽向背。 

(七)清‧王概《芥子園畫傳》： 

「蓋石有三面。三面者，即石之凹深凸淺，參含陰陽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〈畫旨〉收入傅抱石，《中國繪畫理論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，頁 213。 
14《繪事微言》收入俞崑，《中國畫論類編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75，頁 737。 
15〈畫訣〉收入傅抱石，《中國繪畫理論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，頁 21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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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伍高下，稱量厚薄。⋯石廓，如左既勾濃，則右宜稍淡，

以分陰陽向背。千石萬石，不外參伍其法。參伍中，又有

小間大，大間小之別。畫成依廓加皴，漸有游刃，雖諸家

皴法不一，石體因地而施。」16 

對石之立體表現各法，具體而詳盡，又各家皴法表現不

同，必須因地而施，不可胡亂硬塞。 

(八)清‧唐岱〈繪事發微〉： 

「畫石以欹斜取勢，要見兩面三面，而坡腳與石相

連，石嵌土內，土掩石根，崪屼嶙峋，千狀萬態。石紋

多端，皴法隨亦盡變。⋯⋯石乃山之骨，其體質貴乎秀

潤蒼老，忌單薄枯燥。」17  

「石見三面」是指上面、正面、側面，是最能表現立體

感的方法，若是功夫好，只以「二面」，也就是陰與陽，亦

能表現出立體感。 

(九)清，秦祖永〈繪事津梁〉： 

「古語云：『石分三面。』痴翁以為：『或在上，在

左側，皆可為面。』此由全體而分三面也。余以為一石

之中，亦有三面。如先鈎一石，僅有一面，左皴數筆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《芥子園畫傳》收入傅抱石，《中國繪畫理論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，頁 217、218。 
17〈繪事發微〉收入傅抱石，《中國繪畫理論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，頁 22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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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皴數筆，便分三面。皴處凹為陰，凸處不施皴，係日

月以所照臨為陽，此顯而易見也。」18 

特別為黃子久「石分三面」說下註解，凹處皴多而陰，

亮處皴少而陽，不出各家說法。 

 

石給人之既定印象是堅深而不淺露，在以「石分三面」之基本法

表現時，最忌扁薄無三面，扁與薄雖仍可分出石之凹、凸、陰陽，卻

無法充分顯現石之堅實特性，可視之為質感不同所致，以故厚重之具

體呈現，應是畫石之最佳質感表現。而欲分出石之凹、凸、陰陽，則

凹處皴多而陰，亮處皴少而陽，是不變的法則。 

 

 

第四節 皴法 

「皴」乃是指人在寒冬受冷風長久吹襲，臉上皮膚缺少油脂保

養，因受凍所形成的細小粗糙之裂紋。「皴法」則是中國畫家對山石

紋理的觀察剖析所做的歸納整理，然後借用中國的筆墨，把感受到的

意象巧妙地傳達出來的一項技法。皴法的表達是中國畫家慘淡經營的

工夫和技巧，這種特殊的技法表現，是映物象之形所創造出的心血。 

皴法據推測約略發生在五代北宋之際，也就是紀元後第〸世紀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8〈繪事津梁〉收入傅抱石，《中國繪畫理論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，頁 23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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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段時間之內。19 唐代的山水畫多半用線條勾勒，勾出山石的輪廓陰

影來，使岩石看起來有粗糙的表面紋理。這種畫法，幾乎為五代及其

以後的畫家所用，並有不同的演繹方式。因山有土山、石山和土石混

合之山，即使是同一座山，山石的紋理亦不完全相同，甚至是一塊石

頭上也有不同的紋理，故古代畫家在真山實水中認真觀察與體會，將

各種不同的山石結構歸納，概括成一定的筆墨符號，來表現對自然界

的真切感受，而創造出不同的皴法。 

最早出現皴一詞者為北宋‧李成：「皴石脈，以重分輕。」20 指

出皴是用來表現石脈紋理的，皴處著墨，則色較重，以較重之陰凹面，

分出色較輕之陽凸面。郭熙《林泉高致》則為「皴擦」下定義，他說：

「淡墨重疊，旋旋而取之，謂之斡淡，以銳筆橫臥，惹惹而取之，謂

之皴擦。」21 「皴」和「擦」用筆方法雖同，但用墨略有不同，皴用

墨較重，是為石之筋骨；擦用筆較細，用墨較淡，乾筆細擦，暗處不

見其筆，亮處則如同皴，其目的都在強調山石之明暗面及立體感，所

以古人皆以「皴擦」交替。 

經過古人不斷地師法自然與創作，產生了許許多多的皴法，較為

常用的，大致是清‧王概的《芥子園畫譜》上列出的〸六種皴法，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9 李霖燦，《山水畫皴法、苔點之研究》，故宮博物院，1981三版，頁 2。 
20 收入傅抱石，《中國繪畫理論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，頁 242。 
21《林泉高致》收入傅抱石，《中國繪畫理論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，頁 24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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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披麻皴、亂麻皴、芝麻皴、大斧劈、小斧劈、雲頭皴、雨點皴、彈

渦皴、荷葉皴、礬頭皴、骷髏皴、鬼皮皴、解索皴、亂柴皴、牛毛皴、

馬牙皴。明‧汪珂玉在〈珊湖網〉中提到〸四種皴法。清‧石濤對山

水畫的皴法亦多所研究，在〈苦瓜和尚畫語錄〉中也列有〸三種之多。

《張大千畫》一書中亦列舉〸四種皴法，殊不論皴法名目之多，此乃

古人嘔心瀝血之寶藏，留給後人諸多參考價值。 

李霖燦先生將中國山水畫的皴法歸納為三系 22 ： 

一、雨點皴、小斧劈、大斧劈自成一系，是山石紋理陽剛之美的代表。 

主要表現石質山，特別在畫火成岩、花崗石一類石質山時，能表

現出堅硬粗糙的質感。從范寬《谿山行旅圖》（圖 1）和李唐《萬壑

松風圖》（圖 2），可看出山石厚重堅實的感覺及表現北方岩石剛硬直

率的個性，表現山石陡峭、稜角突出、嶙剛堅實的美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圖 1   宋 范寬  《谿山行旅圖》局部 圖 2  宋 李唐 《萬壑松風圖》局部 

二、披麻皴、解索皴、荷葉皴、破網皴、折帶皴列為一系，是山石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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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李霖燦，《山水畫皴法、苔點之研究》，故宮博物院，1981三版，頁 27。 



理陰柔之美的代表。 

主要表現江南土質鬆軟的紋路，歷代以江南山水為表現內容的山

水畫家，如五代董源、巨然， 

圖 3  元 黃公望  《富春山居圖》局部 

元代黃公望，常用此法來表 

現江南自然山岳的實際特徵。 

（圖 3）解索、荷葉、破網、 

折帶與披麻皴這種長線條的皴 

法有關，所以李霖燦先生將它 

們列為一系。 

三、米點皴、豆瓣皴列為一系，強調以濃淡墨色為主，適合表現煙雨

空濛的情調。 

宋‧米芾表現江南土質山 

圖 4    宋 米芾《春山瑞松圖》 

巒植物覆蓋繁密，全部用大橫 

點，以點的濃淡輕重來表現江 

南山巒的變化，尤其是雲雨中 

的變化，是較富有文人詩意的 

表現技法。(圖 4) 

 

古代畫家通過長期的對大自然的觀察，對山川地貌的了解與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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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，創造了表現山川風貌的不同技法，這也是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一

種活動。學習古人的技法，並通過對山川地貌客觀規律的了解，就能

體會出古人是如何觀察自然，又是如何提煉概括，而創造藝術形象

的。中國畫家在「石」的應物象形之理念，不只是細心體察，還要以

線條勾劃，表現「瘦」的原則，以皴法表達石的紋理，來歸屬於「縐」

的原則，以筆墨暈染之間來提出「漏」、「透」二原則，最後以「醜」

來深具整體的效果。不管是表現石的立體感或質感，或傳達石的堅勁

渾然一體的精神和內涵，要誠如清‧王概說的：「畫石之秘法無多，

請以一字金針相告，曰活。」23 也就是呈現石之真精神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《芥子園畫傳》收入傅抱石，《中國繪畫理論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，頁 21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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